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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的甜田之夢

(第一集) 

 

作者: 張湘榆/ 繪圖: 凌葳 

年邁又生病的張阿公，每天臥病在床痛苦萬分，總覺

得自己即將要離開這個世界；一天夜裡，張阿公做了一

個夢 ...。  

一個男人拉著張阿公的手，不停向前走著，張阿公被這

男人一拉，以為自己陽壽已盡，牛頭馬面要來接他了，

正當他不知道該難過還是開心時，耳邊傳來：「嘿咻！

嘿咻！」的聲音，張阿公好奇的四處張望著，發現了一

群人正在努力開墾著一大片的荒涼土地，那土地看起來

有許多小石子，也長滿著雜草雜樹，還有在林田裡亂竄

的老鼠，蛇類，昆蟲們 ...那群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們正努

力地將會導致作物無法生長的東西移除著，連手腳都破

皮流血了，還是不斷堅持著工作；他再次定睛一看牽著

他手的男人，啊！這不就是我爺爺嗎？這時，張阿公的

爺爺開口說：「乖孫！你看阿公我們如此賣力的工作，

只為了留給你們一塊田，有田就有吃的，才能養活家裡

幾口人啊！你們一定要把這塊田一直一直往下傳，才不

會枉費我的心血。」正當張阿公想要張口回應爺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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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突然一暗！一股力量將他拉往另一個亮點。  

原本小小的亮點，隨著越來越靠近，變成了一片光明，

他來到一塊廣闊田野，此起彼落的鳥鳴聲，孩子的戲鬧

聲，金黃的稻穗在陽光下閃爍，在風中舞動著，這時，

張阿公聞到了兒時的味道，啊！是稻香和花香，一陣陣

飄來，也感覺到風輕撫過臉龐，吹過稻田的沙沙聲，張

阿公坐在田埂上陶醉的

享受這一切，回想起許

多小時候的回憶，田邊

有抓不完的大肚魚，田

螺，金龜子，蜻蜓 ...跟同

伴一同在田裡玩泥巴大

戰，灌蟋蟀，挖陷阱讓朋

友跌成泥娃娃，還有那

些玩到天黑不想回家，

換來媽媽拿著竹竿找人

追打的時光；這時田埂

上傳來男聲：「這多美

好，舒服啊！希望今年

稻子可以賣到好價錢，

這樣孩子們的註冊費，買菜錢就有著落了，還在當年有

阿爸和伯伯叔叔們努力開墾這片田，今天我們張家才能

溫飽，謝謝田啊！」，光聽這聲音，張阿公便知道這肯定

是自己那力壯如山的爸爸。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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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區兒童環境文學家 

世界未來委員會發起，環品會響應並舉辦的活動，是一個讓兒

童說出他們想要的未來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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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場裡的溫室氣體大戰 

 

 

地球上有 10 億頭牛，牠們產生的溫室氣體是汽車、火車、

飛機的總和，這些溫室氣體來自牠們放的「氣」，裡面含有甲

烷這種強力溫室氣體。 

一頭乳牛一年可以產生 0.1 公噸的甲烷，對暖化的影響相當

於 3 公噸二氧化碳。 

牛產生的甲烷不只來自牛的屁，還來自打嗝與糞便。事實上，

「甲烷嗝」的問題比「甲烷屁」更嚴重，90-95%的甲烷氣體

從嘴巴排出，其餘才是來自屁與糞便。 

為什麼牛排氣的威力這麼大?這與牛吃的食物還有身體的構

造有關。牛的食物是牧草，為了能夠吸收植物的養分，演化

出四個胃室。利用多個胃室反芻，消化一般哺乳動物無法利

用的纖維素。 

不過，光靠反芻還是難以完全吸收植物的營養，這時候胃裡

的各種微生物能將纖維素轉化為動物可以吸收的能量。而甲

烷，正是這個過程產生的副產品。 

如何減少牛羊等產生的甲烷排放？最直接的方式當然是少

吃牛羊還有乳製品，不但減輕身體負擔，還能幫助地球減碳，

一舉兩得。但改變消費者飲食習慣並不容易，於是有國家提

出其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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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紐西蘭政府曾經決定凡飼養牲畜的農場主都要為牲畜

排放的臭氣繳稅。包括：家畜的「打嗝稅」、「屁稅」及「排

泄稅」。 

改變牛羊的飲食配方則是另一種方式。澳洲多個研究團隊對

海藻降低瘤胃甲烷排放做了大量研究。他們往飼料中添加了

部分海藻，發現瘤胃的甲烷排放量最少能減少 20%以上，最

多可減少高達 99%。 另外還有研究團隊認為透過人為繁衍

腸胃中含有甲烷菌較少的牛，可以控制牛的基因，藉此減少

甲烷的產生。 

這些技術還在發展中，但我們要問的是，如果牛隻的數量沒

有節制，需要種多少的水草才足以抑制氣體的產生？種這麼

多水草，會不會又對生態環境造成其他的破壞？ 

改變飲食習慣、減少食用牛肉才是氣候世代消費者負責任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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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天崗的野生水牛 

 

大家有去過陽明山的擎天崗嗎？海拔只有 770 公尺的擎天

崗，卻出現一片與天空相連大草原，這可是一般只出現在

海拔 2000 公尺以上的草

原地形呢！讓擎天崗成為

陽明山最受歡迎的景點之

一。 

擎天崗上如地毯般的美麗

草坪是怎麼來的呢？濃濃

牛糞味告訴我們答案，就

是「牛」吃的。 

擎天崗上大約有 38 頭水牛，在草地上不時可見牠們成群休

息或吃草的身影，少了水牛每天吃草，芒草和低矮的「假

柃木」(一種矮灌木)很快會長大，草原景觀就會被比人還高

的草叢取代 。擎天崗草地中央一條遊客步道橫亙而過，讓

遊客可以近距離接近水牛，是生長在都市的大小朋友感到

奇特的光景，也不免好奇，這些水牛是哪裡來的？ 

原來在過去擎天崗曾經是水牛的草場。根據文獻記載，水

牛在 1640 年由荷蘭人從澎湖帶到台灣本島，作為農耕的重

要工具，到 1910 年統計全台灣有 48 萬頭水牛。19 世紀台

北的人口已經相當密集，北部農家越來越難找到放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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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於是開始有放牧人提供寄養牛隻的服務。每年兩期稻

作休耕時，牧牛人就帶著牛群四處尋找牧草。放牧地點必

須是有水源、豐富的草料、避風處、坡度較緩的地方，鄰

近人口聚落的陽明山就成為最佳牧場。 

1934 年日本政府正式在陽明山成立「大嶺峠(ㄎㄚˇ)牧場」，

放牧牛等動物，範圍含現今擎天崗、冷水坑、七股山一

帶，占地約 2000 公頃，放牧數量最多達 1700 頭，被喻為

「耕牛的度假中心」。 當時牧場一共 11 位員工，其中 10

名是牧牛人，每人最多需要放牧 300 頭牛，非常辛苦。 

隨著農耕方式改變，獸力被機械取代，放牧牛隻的數量越

來越少，到 1985 年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時，牛群數量已經

縮減為 110 頭，後來這群水牛漸漸被人遺忘在山上，經過

幾代繁衍已經成為未經馴化的野生水牛。 

近年擎天崗水牛的數量維持在 30 多頭，與周邊的磺嘴山、

石梯嶺合計約 94 頭左右。但從 2020 年到今年初，卻陸續

傳出 38 頭水牛暴斃的事件。 

惋惜之餘，很多人都想知道為什麼。氣溫驟降可能是原因

之一，但經專家檢驗後發現牛隻都有營養不良的現象。 

許多動物保護團體將原因指向公園管理處設置的鐵絲網限

制了水牛的覓食空間。2018 年曾發生水牛傷人事件，法院

判陽明山國家公園賠償家屬 398 萬元，後來公園管理處就

決定設置刺網限制水牛的活動範圍，導致水牛可以覓食的

空間剩下 42 公頃。 

水牛的悲歌，也反映了自然與人的關係並不對等，法院輕

易認定公園管理處的疏失，卻沒有考量水牛需要的棲地空

間，而公園管理處的反應居然是立即設置有刺的鐵網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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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隻與人群接觸，也沒有為水牛著想。遊客過度靠近牛群

也是非常危險的行為，這讓牛隻感到威脅而可能攻擊人，

特別是照顧小牛的母牛。 

擎天崗的水牛不是裝飾品，牠們是活生生的動物，「既要牛

兒好，又不給牛吃草」的做法，將讓下一代再次失去與其

他生命和諧共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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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花的牛》 

作者: 曼羅·里夫（Munro Leaf） 

牛年到了，本期若草書屋要介

紹一本以牛為主角的繪本，書名

是《愛花的牛》，曾被迪士尼翻拍

成電影《萌牛費迪南》。 

從前，在西班牙有一隻與眾不同

的公牛，叫做費迪南。牠一點也不

好鬥，每天只喜歡坐在樹下聞著花香。很多夥伴嘲笑費迪南，

媽媽原本也有點擔心他，但看到費迪南自得其樂的樣子，就

不再操心了。 

有一天，一群鬥牛專家來到牧場要挑選最強壯的公牛，去參

加即將舉行的馬德里鬥牛比賽，所有的公牛都爭先恐後地展

示自己的能耐，只有費迪南依然靜靜地待在樹下。直到悠悠

晃晃的費迪南坐到一隻正在採蜜的蜜蜂，蜜蜂回螫費迪南一

下，頓時痛得費迪南橫衝直撞瘋狂打轉，這在鬥牛專家眼中

簡直是夢寐以求的鬥牛，戰鬥力十足，一定可以嗨翻競技場，

於是費迪南就被帶走了。 

到了比賽當天，所有鬥牛士都聽聞費迪南的事蹟，既害怕又

想挑釁牠，但費迪南不為所動，最後費迪南終於緩緩出場，

但他不為別的，只為場上一位女士帽子上的鮮花。費迪南在

場中央聞著鮮花，這是鬥牛場上從未出現的場景，最終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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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相鬥的公牛被送回牧場，快樂的過著和從前一樣平靜的

日子。 

《愛花的牛》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喜好，也在做不

一樣的選擇，如果碰巧自己的選擇跟大部分人相同，就像故

事中多數公牛喜歡奔跑打鬥，當然沒什麼問題，但如果自己

的選擇跟一般人不一樣，就跟愛花的費迪南一樣特別，也不

用過於擔心，雖然難免孤單，但只要不傷害別人，忠於自己

的心情不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嗎？ 

想一想  

1. 你/妳是不是有時候想做的事情與朋友不同？ 

2. 如果朋友不喜歡這件事，你/妳還會去做嗎？ 

3. 你/妳有沒有和周圍的人有所不同之處？那是什麼感覺？ 

4. 看到某人的行為或想法與你/妳不同會感到不舒服嗎？為

什麼？ 

5. 如果有一個新學生加入你/妳的班級，而每個同學都開始

欺負他或她，你/妳會加入嗎？為什麼？你/妳會阻止嗎？為

什麼？ 

6. 如果多數人認為某件事是正確的，是否代表那件事就是

對的？如果多數人認為某件事是錯誤的，是否代表那件事就

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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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什麼費迪南不想打鬥？ 

8. 如果有人傷害你/妳，什麼時候是可以反擊的？ 

9. 打鬥是公平的嗎？什麼因素讓它不公平？與你/妳打鬥

的人比自己更強或更弱，有差別嗎？ 

10. 看著別人在打鬥中受傷是一件有趣的事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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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牛一樣思考的天寶·葛蘭
汀 

 

天寶·葛蘭汀（Temple 

Grandin）於 1947 年出生在

美國的波士頓，從 1965 年以

來，她一直致力於建立更人

性化的養牛場，因為有她，

無數的牛得以在出生到被宰

殺的過程減輕痛苦。  

葛蘭汀同時也是一位自閉症

患者，她在 2 歲的時候被診

斷為自閉兒，直到 4 歲才會

說話，被送往特殊教育的幼稚園。現在的葛蘭汀已經

成為動物學博士，她的人生甚至被拍為電影《星星的

孩子》，在 2010 年上映。  

曾有記者到葛蘭汀家中採訪她，發現葛蘭汀家裡面有

一個巨大的木箱，可以裝進一個成年人。這個怪異的

箱子被稱為「擁抱機」，是葛蘭汀的發明，兩側有厚

厚的墊子把身體夾住，就像被抱住一樣，使用者透過

控制器操作氣閥，可以增加「擁抱」的力量，專門用

來協助自閉症患者紓壓，現在已經非常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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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葛蘭汀會發明擁抱機？原來葛蘭汀小時候非常

希望被擁抱，但又不喜歡別人碰她的身體，有一次一

個體型最大 (也是她最喜歡 )的阿姨用力擁抱了她，她

覺得自己快要被淹死了，卻同時感到平靜。於是她想

要發明一種機器，可以把人緊緊包覆，但又可以自己

掌握力度。這個想法最終在葛蘭汀讀大學時被實現，

有了擁抱機，葛蘭汀得以舒緩情緒，也才有勇氣融入

大學生活，與人相處。  

回到葛蘭汀 15 歲那年，家人帶她去了親戚的牧場，

在那裡她感受到牛的巨大焦慮感，這是她熟悉的情

緒。大學畢業後，葛蘭汀繼續攻讀畜牧學，1988

年，獲得畜牧科學博士學位。  

幾年後有屠宰場因為牛隻激烈反抗而向葛蘭汀求助專

業意見。葛蘭汀在屠宰場看到如噩夢般的景象，屠宰

場把牛控制在傳送帶上，送去一個地板傾斜 45 度的

小房間，牛會直接滾下去，之後被拴住後腿拖行至屠

宰架，掛起來宰。  

這副景象讓葛蘭汀非常憤怒，回家後重新設計了整個

屠宰流程。她的理念是要讓牛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保持

尊嚴，她設計了彎彎曲曲的通道，讓待宰的牛排著

隊，順著通道往前走，下坡的地方加了水，牛在水中

有助於消除恐懼。然後有傳送帶抬著牛肚子往前走，

在這個過程中牛的情緒會一直保持穩定，直到最後被

宰殺。  

葛蘭汀擅長視覺思考，也就是說她在想事情的時候，

腦中不會出現「語言」，而是只有「圖像」、「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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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這有助於她更貼近動物的思考角度，而不

是從人的角度。她鑽進牛棚，親自體會牛的感受，所

見、所聞、所聽，她發現掛在欄杆上的大衣讓牛恐

懼、水管的陰影也讓牛害怕，但從未有人注意過這件

事。  

正是這種「動物視角」的思維模式，讓葛蘭汀看到無

數一般人看不到的細節，並獲得事業上的重大成就。

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她是天才，但如果不是出於對人對

動物的關愛，葛蘭汀如何克服焦慮並讓天賦發光發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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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排、牛肉片、漢堡、起司、牛奶、優格被端上

桌，牛是我們習以為常的食物來源，但是我們是什麼

時候開始把牛當作食物的，卻很少人知道。  

如果家中有老人家，可能會聽到吃牛不好，會有報應

(說法從考試考不好到死後下地獄都有 )。實際的數據

顯示，90 年前的日治時代，台灣人平均吃掉的牛肉

是 0.78 公斤，這個數字到 2017 年已經成長為 5.88

公斤，這顯示台灣人吃牛的習慣的確是近一百年間慢

慢形成的。  

把牛肉和乳製品引入台灣的是日本人，在那之前，台

灣人受佛教影響肉吃得很少，特別是不吃牛 (民間信

仰認為牛有靈性，吃了會增加業障 )，只用牛耕種，

使用的是「水牛」或「黃牛」，水牛有彎曲的大角，

黃牛的角短，且皮膚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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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雜食性動物，從採集狩獵的原始人就吃肉，但

真正馴化動物是近 1 萬多年的事。所謂「馴化」就是

透過選擇性的繁殖，讓野生的動植物變成有利於人類

的樣貌，例如性格變得溫馴、變得聰明或是奶水肉量

變多。最早被馴化的是狗，然後是豬、羊，而牛大約

是西元 8 千年前在西亞地區被馴化。  

牛對人來說有很大的好處，母牛的奶量遠超過小牛所

需，又有很大的力氣可以拉動耕具、板車。早期的人

雖然吃牛肉 (如埃及壁畫中描繪的宰牛過程 )，但因為

牛很珍貴，所以牛主要用途還是農耕，而非食物。  

直到 18 世紀育種科學的進步，英國首先開始改變牛

隻品種，培育出肉量更多的長角牛，用來餵養工業革

命後大量出現的城市人口。  

傳統的養牛方式是在廣大的草地上放牧，但隨著全球

化全球吃牛肉的人口越來越多，為了供應價格更低廉

的牛肉，開始興起「集約化」的畜牧方式。也就是將

牛豬關在室內或相對狹小的牧場，用機械的方式餵食

可快速長肉的飼料配方，甚至施打生長激素 (例如萊

克多巴胺 )，這種方式讓業者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更

少的土地與人力獲得更多的肉，也就可以賺更多的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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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環境傳人」單元中，葛蘭汀看到的屠宰

場景象，用這樣的方式飼養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是不

人道的。葛蘭汀的偉大之處在於，她很早就看到這一

點，並且投入一生想辦法改善動物們的處境。  

有人預言，出於人道考量以及「植物肉」 (素肉 )技術

的進步，集約式的畜牧業會在 21 世紀終結，但看到

隨著食物外送越來越發達，現代人對送入口中食物的

認識越來越少，我們真的能聽到動物與地球的求救

聲，進而採取行動改變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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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人們天天吃牛肉就不會需要牛群了。那樣它們

就會成為動物園裡滑稽的動物。我們為了一已私慾飼養

他們，理應給予它們足夠的尊重。  大自然是無情的，但

人可以有情。”  ——Temple Gran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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